
两会前夕看落实

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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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

陈策楼村， 一派祥和气氛。 中共一大代表、 党

的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烈士的故居就位于村湾

中央 。 不少外地游人和返乡游子特意来到这

里， 敬献鲜花， 缅怀先烈。

陈潭秋， 1896 年生 ， 湖北黄冈人 。 青年

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20 年秋 ， 他和董

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 1921

年 7 月出席党的一大。 此后， 陈潭秋先后任中

共安源地委委员、 武昌地方执委会委员长、 湖

北区委组织部主任、 江西省委书记、 满洲省委

书记、 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 领导各地的工人

运动、 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 为党的事业四处

奔波。

1933 年初夏 ， 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 ，

任福建省委书记。 1934 年 1 月 ， 在瑞金召开

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他被

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 红

军长征后 ， 陈潭秋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

争 ， 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

1935 年 8 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

表大会。 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的工作。

1939 年 5 月， 陈潭秋奉命回国 ， 任中共

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

人。 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

争。 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 1942

年夏， 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

撤离 。 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 ， 表示 ：

“只要还有一个同志， 我就不能走。”

1942 年 9 月 17 日， 陈潭秋被捕。 敌人对

陈潭秋施以酷刑， 逼迫他 “脱党”。 陈潭秋坚

贞不屈。 1943 年 9 月 27 日， 陈潭秋被秘密杀

害于狱中， 时年 47 岁。

今年 76 岁的陈国安是陈潭秋的堂侄， 已

经义务看管陈潭秋故居纪念馆 30 多年了。 他

告诉记者， 1979 年， 当地村民自发集资修建

了陈潭秋故居纪念馆。 如今， 经过各级政府多

次修缮后， 这里已成为集陈潭秋故居纪念馆、 生平展览馆、

铜像广场、 宣誓广场等为一体的红色景区， 每年都有 20 多

万人次前来瞻仰祭奠。

      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
（新华社武汉 2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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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三严三实” 谱写改革新篇
———安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

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

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2014 年 3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明确提出“三严三

实”的要求。

近五年来，安徽坚定践行“三严三实”要

求，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会风气随之改善，

广大党员干部焕发出干事创业的崭新风貌，

奋笔书写改革发展新篇章。

补精神之钙 树立作风建设新标杆

“‘三严三实’就像是党员干部的一把尺

子、一面镜子。 ”对比今昔，滁州市来安县独

山镇党委书记秦庶深有感触。 2014 年，这个

中部城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落马。 “那时人

心惶惶。 随着作风转变，才重拾发展信心，迎

来转机。 ”秦庶说。

滁州新一届市委以“永远在路上”的心

态把“三严三实”要求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市

委主要领导带头晒履职清单；巡察向乡镇一

级延伸；深化公共资源交易改革……革除弊

端不忘建新规，滁州市委还建立组织部门和

纪委沟通协调机制，严把考察选人关。

“随着政治生态愈加风清气正，广大人

民群众和企业家积极投身建设事业，精神正

能量转化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现实成果。 ”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滁州市市长许继伟

说，滁州市主要经济指标曾一度下滑，如今

已进入全省第一方阵，2018 年 GDP 增速位

居安徽各地市第三。

滁州只是一个缩影。 安徽省大力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向一线、向群众身边“三

个延伸”，驰而不息抓作风建设。

翻开宁国市双龙村的“申请独生子女保

健费的发放运行流程图”，8 个矩形框和 7 个

箭头，清晰地展示出村委会、街道、市直部门

的六个环节及相应权责。 依托绘制的 300 多

张流程图， 宁国市排查出 700 多个风险点，

制定 500 多条防控措施，初步实现将微权力

装进笼子的目标。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 ‘三

严三实’从最基本的做人、为官、谋事、创业

谈起，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座右铭。 ”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残联党组书记高莉

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2019 年伊始， 安徽省委决定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严规矩、强监督、转作风”专项行动，

并印发《关于坚持“三严三实”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的意见》，针对“重痕迹、

轻实绩；家长制、一言堂……”等不良作风，

提出“十戒十做”。

兴担当之风 攻坚拔寨有作为

安庆市岳西县曾是大别山区贫困程度

最深的县份之一， 已于 2018 年 8 月退出贫

困县序列。 “这里的群众太苦了，他们不脱贫

我死不瞑目啊！”2017 年，临近退休的岳西县

林业局副局长查道恒主动请缨，前往深度贫

困村南庄村担任扶贫队长。

在安徽，像查道恒这样的干部还有很多。

去最困难的地方，扛最重的担子！ 截至

2018年11月底，安徽共计1.2万名优秀机关干

部奔赴3000个贫困村，向贫困发起总攻!

“要积极深化农村改革，把握正确方向，

尊重农民意愿，坚持试点先行，处理好农民

和土地的关系， 确保农村改革健康顺利进

行。 ”在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习近平总书

记牵挂着农民们的生活。

今年 75 岁的关友江是凤阳县小岗村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对农村改革成效感触

很深。 1 月 28 日下午，他第二次领到集体经

济收益股权分红，“今年每个人分红 520 元，

比去年高了 170 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变” 改革、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沉睡的农村

资源正在江淮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践行‘三严三实’，便是要以严的作风、

实的要求，积极破解农村农业改革发展中的

难题，让农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

成果。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

副院长赵皖平说。

铜陵市滨江生态公园内， 江堤宽阔、草

木繁茂。 在岸线整治前，这里混杂着砂站、养

殖场，环境污染严重。 “没想到脏乱差变成风

景线。 ”已在这座重工业城市生活 30 年的章

勇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竖起大拇指。

安徽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印

证了章勇的感受：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消除

比例 82.7%，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5%，全

省 PM2.5平均浓度下降 12.5%……

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近五年来，

安徽省党员干部坚定地把“三严三实”内化

为修养、升华为信念、外践于行动，坚决不做

不敢作为的庸官、不愿作为的懒官和无所作

为的昏官。

行务实之举 迸发无穷创造力

“开会讲问题多、喊口号少；暗访式调研

多、走秀式调研少；讲究工作效率多、盲目强

调‘5+2、白+黑’少……”谈起身边作风之变，宣

城市宣州区区委书记余宏汉有说不完的话。

在 70 公里之外的芜湖市， 为防止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回潮”，于去年 9 月出台《关

于整治“文山会海”的若干意见（试行）》。 意

见发布后，去年 9 月至 12 月，以市委市政府

名义发布的文件同比下降 15.3%，会议次数

减少 20.1%，会议总时长减少 20%以上。

“从‘严’上要求，向‘实’处着力。 ”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 宣城市市长张冬云说，当

前，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只有把

“三严三实”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

提升境界、担当尽责、扎实奋斗，也才能抢抓

新机遇、谋求新发展。

“安徽要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

重大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锐意进取，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上迈出更大步

伐。 ”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殷切希望。

春节前夕，安徽省中欧班列密集发运，1

月 27 日至 2 月 3 日间合肥始发中欧班列首

次实现 12 列连发，满载着太阳能光伏、液晶

面板、机器人组件等安徽省主导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品。 从 2014 年 6 月至今，安徽

省中欧班列已累计发运 311 列。

来来往往的中欧班列见证着 “安徽速

度”。 近五年来，安徽抢抓机遇谋发展，获批

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率先突破量

子信息、热核聚变、稳态强磁场等前沿技术，

民营企业数量突破百万户……

“办成这些大事要事，靠的就是重实干、

务实功、办实事、求实效。 ”安徽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厅长牛弩韬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在代表团审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他说，如今我们在制定企业帮扶

政策时，都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广泛征求

企业、基层部门意见，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动态调整。

信念决定追求，追求体现信念。 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广大党

员干部正以更加优良的作风凝聚改革精气

神，砥砺奋进谱新篇。

新华社记者 王正忠 张紫赟
（新华社合肥 2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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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3 日上午，中央军委隆重举行 2018 年开训动员大会。这是动员大会主会场部队受领训令后展开训练。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图为 2018 年

8月 2日无人机拍

摄的安徽省岳西

县一处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开训动员，实战化练兵热潮涌动
“那么冷的天，习主席还亲自到训练场 ，面

对面勉励我们争当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 ”时至

今日，回想起那一幕情景，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官

兵依然热血沸腾。

2018年1月3日，习主席一身戎装，来到这个

师“平江起义团”训练场，向全军发布训令，号召

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

赢能力。

全军官兵聆听习主席训令，无不备受鼓舞、

士气高涨。 从千里冰封的塞外北国，到波飞浪卷

的南海军港；从一望无垠的冀中平原，到层林尽

染的江南丘陵……全军上下闻令而动、 遵令而

行，迅速兴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

统帅发布动员训令，树立练
兵备战鲜明导向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能离统帅这么近， 从

来没感觉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这么重 ！” 现场聆

听习主席训令， 一级军士长丁辉清晰记得那天

的情景。

这位有着25年军龄、驾驶过16种车型、曾参

加4次大阅兵的老兵瞬间被点燃激情。 开训动员

后，他开着装甲集群“第一车”，带领一条钢铁长

龙蜿蜒向西，展开48小时跨昼夜强化训练。

从那一天开始， 丁辉和战友们在野外一练

就是10个多月。 一次驻训历经春夏秋冬，就连春

节都在野外度过，创下了该师驻训历史之最。

回忆开训动员那一天， 上等兵徐大庆感触

最深的是：习主席高度重视部队实战化水平。

发布训令后，习主席来到侦察情报营视察，

得知徐大庆是练武术的，让他表演一个。 “习主

席还带头给我鼓掌！ ”徐大庆激动地说，“习主席

还专门叮嘱我们，要把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要在大熔炉、大学校中早日成才、早日立功。 ”

从此， 徐大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提高实战

能力。 “天上不放过一只鸟， 地上不放过一根

草。 ”徐大庆说，他现在不仅掌握了多种特种侦

察装备的操作使用，而且练就了“一招制敌 ”的

硬功夫，多次在侦察俘敌中大显身手。

习主席到 “英雄侦察连” 视察时， 侦察情

报营营长郭国华跟在一旁介绍情况， 他注意到

一个细节： 那天习主席走到战士身边时问得很

仔细， 而且还问官兵这些武器操作得是不是很

娴熟。

“在检查狙击阵地和单兵作战系统时，习主

席反复问这一问题，既带着深切的关怀，更带着

深邃的思考。 ”郭国华感慨地说。

“统帅发布动员训令，树立练兵备战鲜明导

向。 ”该师上下迅速兴起实战化训练热潮。 他们

在练兵备战中摸索出一条新经验，按“任务营 ”

和“能力营”来区分不同的训练模式。 “能力营”

按纲施训打基础， 逐人逐装逐级快速形成战斗

力；“任务营”时刻保持战备状态，战斗力指数始

终“满格”，拉出去就能打仗。

2018年开训以来， 全军部队学习贯彻习主

席训令，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开

展跨区基地化训练、联合专项训练、军兵种互为

条件训练上百场，绘就了一幅幅恢弘的练兵图。

习主席以上率下，为我们做
出了好样子

“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 ，坚持实战实

训、联战联训，坚持按纲施训、从严治训。 ”现场

聆听习主席教诲，该师党委一班人感触很深。

那天，习主席来到侦察情报营训练场视察。

在察看数字化单兵作战系统时， 他不仅问得仔

细，还亲自拿起枪掂了掂。

“习主席亲力亲为、以上率下 ，为我们做出

了好样子。 ”当时在现场的官兵回忆说，习主席

到师里首先察看的就是武器装备。 数十台（套）

数字化装备整齐列阵，他边走边看，不时驻足询

问。 在地面突击系统装备前，习主席登上我国自

主研制、 有 “陆战之王” 美誉的新一代主战坦

克———99A坦克；在火力打击系统装备前 ，他又

登上红箭—10导弹发射车， 详细了解装备战技

性能。

类似的场景， 全军官兵都铭记在心。 这些

年，习主席亲自参加重大演训活动，亲自决策指

挥重大军事行动， 在全军性战备演训中多次亲

自抽点部队拉动检验……

统帅千钧授，三军一念同。 2018年开训动员

之后， 这个师各级领导立即带头深入燕山脚下

野外驻训， 在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中和官兵们

一起摸爬滚打。 冰天雪地， 野外训练场热气沸

腾；狂飙四起，战术协同训练全面展开。

领导带头、 以上率下， 带来的是官兵披坚

执锐、 谋战思训的热潮。 该师某团开展群众性

创破纪录活动 ， 团 、 营 、 连三级主官一马当

先， 拔得手枪射击、 5公里越野、 沙盘堆制等4

项头筹。

纵览全军演兵场，从空中第一跳、第一飞到

陆地第一枪、第一炮，再到出海第一潜、第一艇，

处处可见指挥员打头阵、作示范的身影。 严训先

严官、练兵先练将已成为部队的共识。

2018年夏天， 陆军首次对所属13个集团军

军长进行战役指挥能力大考 。 在3天半的考核

中，13位军长按抽签顺序逐个上场，依次接受陆

军机关、院校专家的考核、质询和评判 ，考出了

真成绩，练出了真水平。

鄂中某军用机场， 空降兵某军开展新机型

跳伞训练。 军长第一个跳出机舱，百余名将校军

官紧随其后， 用实际行动立起大抓军事训练的

鲜明导向。

沉沉夜色中，航母舰载机直插云霄。 时任海

军某舰载战斗机团团长徐英驾驶歼－15战机，第

一个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攻克了夜间起降技术

难关……

练强打赢本领，才能不辜负
习主席的期望重托

新战士耿振东现在已经戴上了上等兵军

衔，成为“英雄侦察连”的训练尖子。

回想起跟习主席接触的宝贵时光， 这样一

个细节让耿振东刻骨铭心：当习主席走过来时，

他激动地立正敬礼， 没想到习主席竟然摘掉手

套主动跟他握手。 “那一刻，我感到浑身充满了

力量。 ”耿振东说。

习主席对练兵备战看得最重、思考最多、要

求最严。 虽然只是普通一兵，但耿振东和广大官

兵一样， 对统帅踏遍三军演训场的足迹铭记在

心： 从新型两栖突击车到我国自主研制的直—

10武装直升机，从被誉为“中华神盾”的新型驱

逐舰到有“战神”之称的新型轰炸机……

几年来，习主席每次视察部队，都勉励官兵

大抓实战化训练，对备战打仗的事嘱托最多。 肩

负嘱托怎么干？ 不善言辞的耿振东只有一句话：

“踏踏实实练强打赢本领，才能不辜负习主席的

期望重托！ ”

一年多来， 耿振东勤学苦练， 不仅在全师

2000多名新兵中训练成绩综合排名第一，而且因

为训练刻苦、成绩突出，2018年5月他还作为家乡

南阳市“征兵大使”参加了市国防动员大会。

牢记领袖嘱托，练强打赢本领。 2018年开训

伊始，该师就把习主席“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

深入推进数字化部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创

新，聚力打造精锐作战力量”的重要指示写入党

委一号文件，写入新年度训练筹划和长远规划，

全面提高数字化部队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

作战能力。

结束采访，已是入夜时分，该师训练中心仍

然一片繁忙：复盘、抗辩、推演，师领导带头反复

演练。 2018年初以来，他们将训练督查和问责追

责贯穿训练全程， 每季度党委议训议战聚焦中

心晒问题清单， 倒逼各级始终把军事训练摆在

中心位置。 “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

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

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 ”习主席的训令，

已成为他们生动的实践。

2018年以来， 大江南北座座军营持续兴起

练兵备战的热潮， 广大官兵自觉在军事训练新

征程上奋勇当先 。 从陆军 “跨越—2018·朱日

和”、海军南海演习到空军“红剑”演习 、火箭军

“天剑”系列演习，从“和平使命—2018”到“和平

友谊—2018”中马泰联演 、中国—东盟 “海上联

演—2018”，我军演习场次之多、阵势之大、要素

之新前所未有， 实战化军事训练掀开了崭新的

时代篇章。 新华社记者 黎云
解放军报记者 刘建伟 魏兵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